
#第 91期 

*9   國防白皮書出爐 

*12  前紅軍航艦 For Sale 

*14  空用武器系列 PART1 

*26  90年代戰車市場 

*41  水雷反制暨載具設計 

*54  沙暴之鷹 

*66  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級巡邏艦 

*78  汽船與飛船的發展暨運用 

*88  阿根廷的全自動手槍 

*92 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德海戰 PART1 

*104 格魯曼的野貓 PART2 

*116 美國 AV-8BⅡPlus 

*117 以色列新式趨雷器 

*119 「胡鬧」直升機新角色 

 



 

#第 92期 

*8   聯勤實彈射擊展示和 82年國防預算 

*10  獨立國協戰機發展 

*11  荷蘭採用 Glock17 

*12  1992年亞洲航太展 

*34  空用武器系列 PART2 

*46  艦艇匿蹤設計 

*58  小口徑武器市場現況 

*68  最後的巫毒飛行員 

*80 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德海戰 PART2 

*90  軍事家觀察站 

*92 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隊棄嬰 PART1 

*104 現代發動機新科技 

*118  F-22外部設計定案 

*118 科威特 F/A-18C/D到貨 

*119 英國海軍三叉戟彈道飛彈潛艇出廠 

 



 

#第 93期 

*8   統一後的東德軍力 

*10  第二批 IDF發動機 F-125X VS J-101/SF 

*14  遠東海軍發展現況 

*28  中共海軍潛艇篇 

*38  現代德國裝甲車輛 

*53  成都殲 7 

*62  潛射反艦飛彈 

*70  蘇聯卡默夫設計局「賀爾蒙」、「蝸牛」系列 

*82  日本帝國海軍的末路雷伊泰灣海戰 PART1 

*96 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對棄嬰 PART2 

*106 海豹與水中爆破隊 

*116  Tu-160黑傑克特寫 

*119 賽科斯基 S-92直升機 

*120 德法合作 C20護衛艦 

 



 

#第 94期 

*9   航發中心接受 AWST專訪 IDF先導量產型曝光 

*12  芬蘭將訂購 F/A-18C 

*12  北約新空中機動旅 

*15  台海上空的幻影幻象 2000-5戰鬥機 

*26  美空軍海外基地 

*39  看不見的戰爭-現代戰場電子戰 

*50  北歐海軍 

*60  從 YF-22失事談美國軍機發展 

*68  美國海空軍未來輕型教練機 JPATS 

*80 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隊棄嬰 PART3 

*92  日本帝國海軍的末路雷伊泰灣 PART2 

*104 英、美艦隊防空型態比較 

*118 匿蹤奇歐瓦戰士斥候型直升機新上市 

*120 法屬殖民地警戒巡邏艦 

*120 英國航太主動天閃飛彈 

 



 

#第 95期 

*9   兩岸軍備採購 

*11  成都飛機製造廠 

*22  基本飛行起降操縱 

*32  10公厘彈藥 

*42  空中機動作戰發展 

*52  機砲與飛彈 

*63  機甲戰士的戰馬-機械化步兵戰鬥車 

*74  全能轟炸機-JU88族譜 PART1 

*86 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輕巡洋艦族譜 PART1 

*96  突波列夫 Tu-16獾式轟炸機 

*106  LRRP-遊騎兵的前身 

*116  MB-339教練機 T-BIRDⅡ 

*119  AH-64D展開性能驗證 

 



 

#第 96期 

*9   嘉手納基地開放特別報導 

*24  諾克斯級巡防艦 

*32  各國軍用載重車概況 

*40  特技飛行 

*50  獵殺飛雲-波灣戰爭反彈道飛彈作戰之檢討 

*60  魚雷之發展暨未來 

*70  前蘇聯海軍防空飛彈族譜 

*86 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輕巡洋艦族譜 PART2 

*96  全能轟炸機 JU-88族譜 PART2 

*106 北京及西安航空館 

*118 俄羅斯新戰機發展 

*119 皇家空軍新型直升機計畫 

 



 

#第 97期 

*8   中華民國空軍軍機採購 

*14  馬丁貝克彈射椅 

*28  未來多功能戰鬥機設計 

*42  瑞典 CV-90步兵戰鬥車 

*56  歐洲直升機合作計畫 

*66  紀念八一四新竹空軍基地開放日 

*73  F-117匿蹤技術 

*78  PRV遙控無人載具 

*90 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德海戰系列海勾蘭海戰 

*96  全能轟炸機 JU88族譜 PART3 

*106 史達林的鐵拳-紅軍重戰車 

*116 軍事家交流站 

*118 貂鼠Ⅱ式裝甲步兵戰鬥車 

*119  CG72命名維拉灣號 

*PAMPA 2000教練機 

 



 

#第 98期 

*12  1992法茵堡航空展 

*25  愛國者飛彈發展史 

*36  美國空軍重組 

*46  美空軍波灣戰後檢討 

*60  水雷反致新科技 

*70  馮如紀念館 

*76  瓜達康納爾戰役 PART1 

*89  鐵血雄獅-納粹武裝親衛隊 PART1 

*96  復仇者魚雷攻擊機 

*106 現代羅馬鐵騎-義大利戰車發展 

*120 戰場地雷無線遙控引爆裝置 

 



 

#第 99期 

*8   PKO後的日本走向 

*10  EFA前景堪慮 

*12  逆火在中國 

*18  英國皇家海軍 

*32  下一代戰鬥直升機 

*46  精悍的瑞士食人魚 

*63  美國海岸防衛隊 

*76  鐵血雄獅-納粹武裝親衛隊 PART2 

*84  瓜達康納爾戰役 PART2 

*94  中共火砲新銳 

*105 部署後勤在波灣 

*117  MK39EMATT先進反潛作戰利器 

 



#第 100期 

*10  幻象 2000-5 & F-16A 

*22  波灣戰後的砲兵發展 

*28  佛羅赫級巡邏巡防艦 

*35  加拿大的 CF-5 

*46  戰場怪傑：Bv-206 & 貂鼠多用途履帶車 

*60  卡默夫的狼人 

*70  90年代多管火箭系統 

*79  Me262噴射戰鬥機 

*92  瓜達康納爾戰役第三部份 

*104 同溫層的老兵   

*115 別讓史塔克號事件重演  

*120 全球防衛雜誌 1至 100總目 

   

 


